
I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認可之國內外具嚴格審查制度之學術或專業刊物一覽表 
 

中華民國 103 年 9 月 17 日國社院 103學年度第 1次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年 9 月 24 日第 273 次校教評會同意備查 

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9 日校長核定師大國社院第 1031022659 號函發布實施 

 

 

 

 

一、 本院現行認可之期刊清單 .......................................................................................................................................................................................... 1 

二、原國僑院以往曾認可過之期刊清單 .................................................................................................................................................................... 38 

 



p-1 

一、 本院現行認可之期刊清單 

總編
號 

項

次 
期刊名稱（中文） 期刊名稱（英文） 

出版單位 

/國別 
出版週期 重要性說明 

推薦單位及 

異動註記 
A.1 1 N/A Ricoeur Studies The Society of 

Ricoeur Studies, 

USA 

半年刊 Etudes Ricoeuriennes/ Ricoeur Studies 

(ERRS) is an electronic, open access, 

peer-reviewed academic journal devoted 

to the study of the work of Paul Ricoeur. 

ERRS is interdisciplinary in scope and 

seeks to continue Ricoeur's own dialogue 

across the disciplines (law, political 

science, sociology, anthropology, history, 

to name only a few). ERRS adheres to a 

policy of double-blind peer-review. The 

Society for Ricoeur Studies is a scholarly 

group with international orientation to 

perpetuate and enhance Paul Ricoeur's 

study. Since 2007 it has organized 

numerous academic conferences on 

regular annual basis across the world. 

（Ricoeur Studies）呂格爾研究是美國

呂格爾協會透過嚴謹雙向匿名審查機

制所發行的電子期刊，其網站是：
http://ricoeur.pitt.edu/ojs/index.php/ricoe

ur 此期刊創刊於2010年，在美國歐陸

哲學研究的期刊當中具有當的學術地

位。近年來因為呂格爾研究在海外受到

矚目，美國呂格爾協會成員，因為整

理、出版呂格爾生平在美國教學與演講

的英文著作，而因此在學界受到重視。 

1.歐洲文化與觀光研

究所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2

年 8 月 1 日～迄今。 

A.2 2 N.A.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季刊 創刊於 1991，此期刊之焦點為：多元文

化、跨文化、文化間際與傳播

（Communication）的研究。另外，也

涉及從文化間際（intercultural）角度探

1.歐洲文化與觀光

研究所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 12月 29 日～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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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期刊名稱（中文） 期刊名稱（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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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 
出版週期 重要性說明 

推薦單位及 

異動註記 
Studies, USA 討的文化、語言、教育、文學、哲學、

社會學的研究。 

●文化領域。 

今。 

A.3 3 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isure 

and Tourism 

Marketing 

Inderscience 

Enterprises 

Limited, 

Switzerland 

季刊 IJLTM為瑞士出版，並以休閒觀光行銷

研究為主軸、具嚴格雙向匿名審查制度

的國際期刊。IJLTM創刊於2009年，每

年發刊4卷，並於2012年榮獲澳洲研究

卓越獎（ Excellence in Research for 

Australia, ERA）。該期刊主要關注在全

球範疇之下，休閒與觀光產業行銷所扮

演之角色。IJLTM收錄觀光與休閒研究

之原創性論文，徵稿範圍有以下諸個領

域，與本所之發展方向和課程架構密切

相關，包含：文化節慶與活動、觀光休

閒政策分析、休閒觀光規劃、都市休閒

觀光供給、文化與觀光消費行為、全球

化與觀光等。 

●觀光領域 

1.歐洲文化與觀光

研究所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3 年 8 月 1 日～

迄今。 

A.4 4 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Policy 

Inderscience 

Enterprises 

Limited, 

Switzerland 

季刊 創刊於 2007 年，目前已出版 3 卷 9 期。

該期刊聚焦於歐盟之觀光政策、觀光之

文化影響、跨文化差異研究等與本所發

展方針中文化觀光研究相關之議題。 

●觀光領域。 

1.歐洲文化與觀光

研究所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 12月 29 日～迄

今。 

A.5 5 N/A Philosophy, Culture, 

and Traditions 

The World Union 

of Catholic 

Philosophical 

Societies, USA 

年刊 Philosophy, Culture, and Traditions is a 

multi-lingual (English - French - Spanish 

- German) philosophical journal, 

published annually, and sponsored by the 

World Union of Catholic Philosophical 

1.歐洲文化與觀光

研究所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2 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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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動註記 
Societies. It appears in print [ISSN 

1609-2392] and in electronic [ISSN 

1609-2406] format.  

http://people.stfx.ca/wsweet/WUCPS-Jou

rnal.html 

The World Union of Catholic 

Philosophical Societies (WUCPS) was 

founded in Amsterdam in 1948, 

principally through the efforts of its first 

President, I.M. Bochenski. It is a 

founding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Philosophical Societies 

(FISP), and one of its purposes is to 

represent the Catholic philosophical 

societies of the world in the deliberations 

of FISP. 

https://sites.google.com/site/unionmondia

le/ 

創刊於2002年，是世界天主教哲學學會

的刊物，此學會是世界天主教哲學界與

世界哲學大會連結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Philosophical Societies 

(FISP - is the highest non-governmental 

world organization for philosophy) 。此

期刊所刊登之文章，在哲學學界、尤其

是天主教相相關之哲學學界受到矚

目。此期刊透過雙向匿名審查制度審

稿，並收錄於美國 The Philosopher's 

Index. 

迄今。 

A.6 6 N.A Literature & 

Aesthetics. The 

journal of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Australia 

Twice a year Established in 1991, the journal was 

initially published once a year (until 

2002) and is now a semiannual. It 

1.歐洲文化與觀光

研究所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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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動註記 
Sydney Society of 

Literature and 

Aesthetics. 

publishes fully refereed scholarly articles 

on the arts from a wide range of 

viewpoints. The journal has a scope that 

joins the philosophical to cultural studies. 

The focus is on literature, but it also 

philosophically examines a range of other 

cultural expressions.  

101 年 8 月 1 日～

迄今。 

A.7 7 N.A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Sweden 

Yearly Established in 1929, one of the oldest and 

most respected journals of international 

Sinology, with a strong comparative bent. 

The BMFEA publishes articles on all 

aspects of ancient and classical East Asia 

and adjacent regions, including 

archaeology, art, and architec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and related fields. Contributions seriously 

engaging contemporary critical thought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re 

especially welcome. 

1.歐洲文化與觀光

研究所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1 年 8 月 1 日～

迄今。 

A.8 8 N.A Tourist Studies Sage, UK 季刊 創刊於 2001 年，該期刊聚焦於觀光之

社會學與文化研究取徑、常引領與中文

化觀光研究相關之新興研究議題。 

1.歐洲文化與觀光

研究所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1 年 8 月 1 日～

迄今。 

A.9 9 N/A Design Studies Elsevier, 

Amsterdam 

一年發行六

期 

Design Studies is the only journal to 

approach the understanding of design 

processes from comparisons across all 

domains of application, including 

engineering and product design, 

architectural and urban design, computer 

artefacts and systems design. It therefore 

provides a unique forum for the analysis, 

1.歐洲文化與觀光

研究所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2 年 8 月 1 日～

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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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discussion of 

fundamental aspects of design activity, 

from cognition and methodology to 

values and philosophy. The journal 

publishes new research and scholarship 

concerned with the process of designing, 

and in principles,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 relevant to the practice and 

pedagogy of design. 

As design increases in complexity and in 

its social, cultural and economic 

importance, it is vital for researchers, 

educators and practising designers to stay 

abreast of the latest research and new 

ideas in this rapidly growing field; with 

its interdisciplinary coverage, Design 

Studies meets these needs with maximum 

effect. 

為一 1979 年成立至今的具領先指標的

跨領域設計文化研究權威期刊，其網站

為
http://www.journals.elsevier.com/design-

studies/ 

A.10 10 博物館學季刊 Museology 

Quarterly 
自然科學博物館 季刊 創刊於 1987 年，該期刊為國內博物館

學的重要期刊，聚焦博物館、文化與觀

光之跨領域議題。 

1.歐洲文化與觀光

研究所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1 年 8 月 1 日～

迄今。 

A.11 1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Routledge / 英國 Four no. a 

year 
雙向匿名制度(double blind review) 

●學會出版 

1.國際人力資源發

展研究所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 12 月 29 日～迄

http://www.journals.elsevier.com/design-studies/
http://www.journals.elsevier.com/design-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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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A.12 2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Quarterly  

Jossey-Bass / 美

國 

Quarterly 雙向匿名制度(double blind review) 

●學會出版 

1.國際人力資源發

展研究所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 12 月 29 日～迄

今。 

A.13 3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Review  

Sage Publications / 

美國 

Quarterly 雙向匿名制度(double blind review) 

●學會出版 

1.國際人力資源發

展研究所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 12 月 29 日～迄

今。 

A.14 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oss 

Cultural 

Management  

Sage Publications / 

美國 

Three issues 

yearly 
雙向匿名制度(double blind review) 1.國際人力資源發

展研究所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 12 月 29 日～迄

今。 

A.15 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Blackwell 

Publishers / 英國 

Quarterly 雙向匿名制度(double blind review) 1.國際人力資源發

展研究所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 12 月 29 日～迄

今。 

A.16 6  Journal of European 

Industrial Training  

MCB University 

Press / 英國 

Nine no. a 

year 
雙向匿名制度(double blind review) 1.國際人力資源發

展研究所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 12 月 29 日～迄

今。 

A.17 7  Journal of 

Workplace Learning  

MCB University 

Press / 英國 

Eight no. a 

year 
雙向匿名制度(double blind review) 1.國際人力資源發

展研究所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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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 29 日～迄

今。 

A.18 8 人力資源管理學

報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中華人力資源發

展學會 / 臺灣 

季刊 雙向匿名制度(double blind review)，國

科會國內評比人資類前 5 名 

●學會出版 

1.國際人力資源發

展研究所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 12 月 29 日～迄

今。 

A.19 9 臺灣管理學刊 Taiwa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國立中興大學企

業管理學系/臺灣 

半年刊 雙向匿名制度(double blind review)，國

科會國內評比綜合資類前 10 名，部份

內容為英文 

1.國際人力資源發

展研究所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 12 月 29 日～迄

今。 

A.20 10 組織與管理  臺灣組織與管理

學會/臺灣 

半年刊 雙向匿名制度(double blind review) 

●學會出版 

1.國際人力資源發

展研究所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 12 月 29 日～迄

今。 

A.21 1 华人研究国际学

报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asporic 

Chinese Studies 

(IJDCS) 

中華語言文化中

心/新加坡 

一年二期 ◎該學報由南洋理工大學發行，主编是

李元瑾、劉宏、曾少聪教授，學術顧問

主席是中研院院士王赓武教授。 

該學報之研究對象以世界各地華人为

主體，探讨华人个体与群体的现象、他

们在居留地的遭遇与处境、在区域与国

际间的跨界活动、他们与中国的联系网

络等课题。学报面向华文世界的学者与

读者，并引介非华文世界有关海外华人

的重要著作及活动，以促进华人研究领

域的廣度和深度。 

◎其學報為一年两期，設有〈学术专

1.原華語文教學研

究所（海華組）推

薦，民國 101 年 8

月 1 日由應用華語

文學系繼受。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 12 月 29 日～迄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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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研究述论〉、〈活动报告〉、

〈书评〉。〈学术专论〉和〈研究述论〉

公开征稿，文章发表后付上稿酬。 

◎这两个栏目的文章会进行匿名审稿。

〈学术专论〉文章，须具完整题旨、架

构、论述，字数上限 1 万 5 千（含注释、

参考资料）。〈研究述论〉文章，为进

行中或刚完成研究项目的报告，或有关

研究新发展、新趋势、新课题的论析，

字数上限 8 千（含注释、参考资料）。 

http://www.ntu.edu.sg/HSS/cclc/publicati

ons/IJDCS/Pages/default.aspx 

A.22 2 亚洲文化 Asian Culture 新加坡亞洲研究

學會/新加坡 

年刊 《亞洲文化》(Asia Culture) 是新加坡亞

洲研究學會的學報。學會創辦於 1982

年 2 月 16 日。該會在新加坡由辜美高、

呂振端、李元謹、陳田啟等學人創辦，

旨在推廣文化學術，首重東南亞地區華

人的研究。二十幾年來，出版亞洲研究

雙語學術年刊《亞洲文化》，叢書 10 餘

種，東南亞史料叢刊，英文學術叢刊，

以海外華人研究專題占多數。 

《亞洲文化》自 1983 年 2 月創刊，

至 2010 年一共出版了 34 期。自創刊以

來，《亞洲文化》即吸引東南亞及海外

的學者投稿，發展至今，已成為東南亞

與華人研究的重要期刊，期刊投稿內容

可以下列分類：哲學、宗教、民俗、社

會學、政治、國際關係、法律、教育、

經濟、語言、文學、藝術、 歷史、地

1. 原華語文教學研

究所（海華組）推

薦，民國 101 年 8

月 1 日由應用華語

文學系繼受。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 12 月 29 日～迄

今。 

http://www.ntu.edu.sg/HSS/cclc/publications/IJDCS/Pages/default.aspx
http://www.ntu.edu.sg/HSS/cclc/publications/IJDCS/Pages/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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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傳記和大眾傳播。投稿的文章內容

集中在東南亞與華人研究領域，專業程

度極高。學報目前為一年一期，投稿採

匿名審稿方式，編委參酌審查報告之

後，再議決是否刊登。《亞洲文化》在

新加坡發行。 

A.23 3 南洋學報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新加坡南洋學會/

新加坡 

年刊 《南洋學報》(Journal of South Seas 

Society) (JSSS)，創刊於 1940年，是 1940

年成立於新加坡的南洋學會（South 

Seas Society）所發行的學報。學會創辦

人包括著名東南亞學者許雲樵、張禮

千、姚楠、作家郁達夫和中國的學者李

長傅等。《南洋學報》是東南亞刊齡最

長的一份國際華文期刊。自 1940 年創

刊至今，已經出版了 63 卷，均為知名

中外學者和文教界人士投稿，不少具有

高水準和開創意義的研究成果。學報的

文章包含中英文專論，研究對象以南洋

（東南亞）課題為主體，主要可概括

為：史地考證、考古資料、文獻譯述、

史料鉤沉、移民現象、跨國網路、華僑

華人、教育專論、報業歷史、馬華文學、

民間宗教、政治經貿等領域的微觀剖析

和宏觀探討。 

學報目前為一年一期，投稿採匿名審稿

方式。《南洋學報》在新加坡發行 

1.原華語文教學研

究所（海華組）推

薦，民國 101 年 8

月 1 日由應用華語

文學系繼受。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 12 月 29 日～迄

今。 

A.24 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bile 

Learning and 

Organization 

Inderscience 

Publishers 

 

一年四期刊 As mobile devices are gradually 

converging into Individual Information 

Centres, mobile learning becomes a 

viable learning channel that would fit the 

1.應用華語文學系

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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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ing style of today. IJMLOis a refereed,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 for bridging the 

latest advances in mobile learning and 

organisation. It provides a global forum 

for presenting authoritative references, 

academically rigorous research and case 

studies. The journal publishes 

well-written and academically validated 

manuscripts in both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applied research. 

年 12 月 29 日～迄

今。 

A.25 5 數位學習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Digital 

Learning 

Technology 

交通大學/ 

台灣 

雙向匿名審

查，一年四

期，每年一

月、四月、

七月及十月

各出刊乙

次。全年徵

稿，隨到隨

審。 

近年來，由於資訊及通訊技術的普及，

國內外教育單位及政府機構紛紛將資

訊科技在教育的應用列為重要的發展

方向。 

為聚集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及數位學習

研究的成果及能量，發行「數位學習科

技」期刊，由教育部指導，國立交通大

學發行，並邀請國內外相關領域知名學

者參與。期刊的徵稿內容及對象，包括

學術及實務二個面向的內涵，提供中小

學教師、大學教授及研究人員一個交流

的管道；期使我國數位學習的發展，由

前瞻創新的研究，落實到各級學校的應

用實務。「數位學習科技」期刊的成立，

除了嘉惠國內的教育及學術單位之

外，將提供教育部與各級學校在國內資

訊與教育及數位學習領域研究成果的

討論與交流平台，其論文發表內容將包

含以下主題： 

•行動學習與普化學習(Mobile Learning 

and Ubiquitous Learning) 

1.應用華語文學系

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3 年 8 月 1 日～

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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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 

•資訊融入教學(Information 

Technology-Applied Instructions) 

•適性化學習(Adaptive Learning) 

•電腦化測驗與評量(Computerized 

Testing and Assessment) 

•人工智慧在教育的應用(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 

•虛擬學習(Virtual Learning) 

•其他與數位學習相關之議題 

A.26 6 當代語言學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中國 季刊 《當代語言學》創刊於1962年，為中國

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的學術性刊物

之一。該刊被CSSCI中文社會科學引文

索引數據庫收錄。 

本刊主要刊登運用當代語言學理論和

方法研究漢語和其他語言的論文以及

有獨立見地的書評，尤其對某一語言現

象作深入考察並具有理論意義的文

章，同時也刊登評價國外語言學的綜

述。 

1.應用華語文學系

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3 年 8 月 1 日～

迄今。 

A.27 7  Knowledge 

management & 

e-Learning 

(KM&EL) 

中央大學與香港

大學合辦 

一年四期刊 KM&EL aims to publish latest and 

quality research articles in the 

multidisciplinary area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electronic learning. 

Hoping to foster a platform for leading 

research in the emerging new landscape 

of knowledge intensive economy, which 

requires the integration of knowledge and 

learning. 

1.應用華語文學系

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 12 月 29 日～迄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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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8 8 N.A Journal of Eye 

Movement Research 

International 

Group for Eye 

Movement 

Research & 

University of 

Bern/ Switzerland 

3 個月 這是一本具有審核制度的高學術水準

的期刊（ISSN 1995-8692），期刊所收

錄的論文皆是從事眼動的相關研究，包

括眼動記錄方法、神經生理和認知模

型、注意力、閱讀、以及神經科學、人

機工程學、媒體研究和其他相關的領

域。投稿的學者大都是現今在眼動研究

各領域相當活躍的學者，是一本頗具參

考價值的期刊。 

The Journal of Eye Movement Research 

is a peer-reviewed scientific periodical 

devoted to all aspects of oculomotor 

functioning including methodology of 

eye recording, neurophysiological and 

cognitive models, attention, reading, and 

applications in neurology, ergonomy, 

media research and other areas. 

1.應用華語文學系

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1 年 8 月 1 日～

迄今。 

A.29 9 當代中國研究 Modern China 

Studies 

University of 

Idaho/Old 

Dominian 

University 

一年二期刊 Founded in 1990, Modern China Studies 

《当代中国研究》 (MCS) is a 

peer-reviewed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cusing on current issu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ed 

biannually featuring articles in either the 

Chinese or English language. It is the 

only scholarly journal that publishes 

article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edited by 

a global editorial team of leading China 

scholars worldwide. Fields of interests 

include politics, law, sociology, cultur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odern history 

and humanities. Submissions will go 

through a double-blind peer-review 

1.應用華語文學系

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1 年 8 月 1 日～

迄今。 



p-13 

總編
號 

項

次 
期刊名稱（中文） 期刊名稱（英文） 

出版單位 

/國別 
出版週期 重要性說明 

推薦單位及 

異動註記 
process. 

A.30 10 美育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國立台灣藝術教

育館 

一年六期刊 美育創刊於民國七十八年，為國立台灣

藝術教育館編輯出版，並被列入 THCI

資料庫。投稿採雙匿名審稿方式，收錄

稿件均為知名學者及專業文教界人士

撰述。內容以藝術領域為主，並涵蓋表

演、視覺、音像藝術之教學實務，延伸

至各級學校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教

學、視覺文化教育及終身學習等。 

1.應用華語文學系

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1 年 8 月 1 日～

迄今。 

A.31 1 春 CHUN 德奧瑞漢語教學

協會/德國 

年刊 歐洲唯一一份漢語教學作為外語方向

的專業期刊 

1.原華語文教學研

究所推薦，民國

101 年 8 月 1 日由

華語文教學系繼

受。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 12 月 29 日～迄

今。 

A.32 2 中國語教育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日本中國語教育

學會/日本 

年刊 由日本中國與教育學會所創辦之年刊。 1.原華語文教學研

究所推薦，民國

101 年 8 月 1 日由

華語文教學系繼

受。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 12 月 29 日～迄

今。 

A.33 3 中文教師學會學

報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全美中文教師學

會 

一年三期 The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JCLTA) publishes 

articles and reviews. Articles cover the 

areas of Chinese language pedagogy,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Chinese 

1.原國際華語與文

化學系推薦，民國

101 年 8 月 1 日由

華語文教學系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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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The Journal has proved to be 

an increasingly valuable medium for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and for 

scholarly discussions of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CLTA is a peer-reviewed 

publication. Manuscripts are sent to 

reviewers anonymously. 

(http://clta-us.org/jclta.htm) 

推薦。 

2.刊名誤植為「中文

教師學會期刊」 

，民國 101 年 4 月

27日本院 100學年

度第 4 次院務會議

更正為「中文教師

學會學報」。 

3.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 12月 29 日～迄

今。 

A.34 4 科技與中文教學 Journal of 

Technology 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JTCLT will be 

published twice a 

year online at 

http://www.tclt.us/

journal 

, and published 

once a year on 

paper (in a book) 

by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http://www.csspw.

com.cn). The 

online version and 

the paper version 

of the journal may 

contain different 

contents. 

半年刊 Journal of Technology 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JTCLT) is a 

peer-reviewed publication (both online 

and in hard copy) in companion to the 

successfu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eries 

on Technology 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TCLT, www.tclt.us) since 

2000. 

JTCLT will publish UNPUBLISHED 

(conference proceedings does not count 

as formal publication) articles and 

reviews on the issues related to 

technology and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includ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articles and reviews of software 

applications, multimedia textbooks, and 

other (online) materials and resources. 

All manuscripts submitted will be 

reviewed by at least two reviewers, either 

from the editorial board or invited from 

1.原國際華語與文

化學系推薦，民國

101 年 8 月 1 日由

華語文教學系繼

受。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 12 月 29 日～迄

今。 

http://clta-us.org/jclta.htm
http://www.tclt.us/journal
http://www.tclt.us/journal
http://www.csspw.com.cn/
http://www.csspw.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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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side for specific topics. Manuscripts 

are sent to reviewers anonymously. 

(http://www.tclt.us/journal/authors.php) 

JTCLT has been registered with the U.S. 

ISSN Center administered by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USA. Its ISSN number is 

1949-260X. 

A.35 5 世界漢語教學

(CSSCI 期刊)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 (英文) 

或 ShiJie HanYu 

JiaoXue (漢語拼音) 

北京語言大學對

外漢語研究中心 

(世界漢語教學學

會會刊) 

季刊 《世界漢語教學》創刊於 1987 年，為

中國大陸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專業

的中央級學術刊物，亦為世界漢語教學

學會會刊，由中國教育部主管、北京語

言大學主辦，中國大陸著名語言學家朱

德熙教授、林燾教授、陳亞川教授、呂

必松教授歷任雜誌主編，現任主編為趙

金銘教授。該刊目前被列為北京語言大

學對外漢語研究中心承辦的“語言學/漢

語”類核心期刊；同時也是《中文社會

科學引文索引》（CSSCI）來源期刊、《中

國學術期刊（光碟版）》和 CNKI 中國

期 刊 網 收 錄 刊 物 、 美 國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Behavior Abstr

acts (LLBA)收錄期刊。稿件以匿名評審

方式進行審查。 

(http://big5.hwjyw.com/zyzx/qkhc/20070

5/t20070530_1407.shtml) 

1.原國際華語與文

化學系推薦，民國

101 年 8 月 1 日由

華語文教學系重新

推薦。 

2.民國 101 年 4 月 27

日本院 100 學年度

第 4 次院務會議加

註漢語拼音的英文

刊名。 

3.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 12 月 29 日～迄

今。 

A.36 6 漢語教學學刊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Studies 
北京大學對外漢

語教育學院 

年刊 《漢語教學學刊》創刊於 2004 年，主

編為北大對外漢語教育學院院長李曉

琪，顧問群包括陸儉明、呂必松、趙金

銘等，皆為中國大陸對外漢語教學領域

最為著名之學者專家。審稿採匿名評

1.原國際華語與文

化學系推薦，民國

101 年 8 月 1 日由

華語文教學系重新

推薦。 

http://www.tclt.us/journal/authors.php
http://big5.hwjyw.com/zyzx/qkhc/200705/t20070530_1407.shtml
http://big5.hwjyw.com/zyzx/qkhc/200705/t20070530_140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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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該刊作為應用語言學刊物，設有以

下欄目：（1）漢語教學研究，包括教學

規劃、課堂教學、測試與評估，現代教

學技術，教材建設，學科體系構建等方

面的研究；（2）漢語學習與認知研究，

包括漢語學習者研究、漢語習得過程研

究以及心理學、教育學等學科中有關漢

語學習的研究；（3）面向漢語教學的漢

語本體研究；（4）跟漢語教學相關的中

國文化、文化對比與跨文化交際研究；

（5）書評、譯介與學術動態。 

(http://hanyu.pku.edu.cn/info/article.asp?

articleid=292) 

2.英文刊名誤植為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民國101

年 4 月 27 日本院

100 學年度第 4 次

院務會議更名為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Studies」。 

3.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 12月 29 日～迄

今。 

A.37 7 臺灣華語教學研

究 

Taiwan Journal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臺灣華語文教學

學會 

半年刊 《臺灣華語教學研究》由臺灣華語文教

學學會創辦，為一合乎國內外期刊水準

與規範的學術研究型期刊，採雙向匿名

評審制度，於每年六月、十二月出版，

旨在為提供國內外學者更多專業發表

的空間。 

1.華語文教學系推

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1 年 8 月 1 日～

迄今。 

A.38 8 國語國文  京都大學/日本 月刊 ( 每期

3-4 篇) 

《國語國文》是京都大學文學部．文學

研究科．國文學會所發行的學術期刊，

和同是日本頂尖大學東京大學所刊行

之《國語與國文學》並列為日本具悠久

傳統及權威地位的學術期刊。與日本研

究相關的漢學、中日比較文學、日本文

學、漢語學、語言學等領域皆可投稿。
http://130.54.245.7/graduate_school/scien

ce_j.html（相關說明在網頁中的下段）
http://www.chuotosho.com/html/kokubun

.html 

1.華語文教學系推

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1 年 8 月 1 日～

迄今。 

http://hanyu.pku.edu.cn/info/article.asp?articleid=292
http://hanyu.pku.edu.cn/info/article.asp?articleid=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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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9 9 華文學刊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新加坡華文教師

總會 

半年刊 《華文學刊》是由新加坡華文教師總會

出版的教育學報，每年出版兩期，歡迎

國內外從事華文教學與研究的專家學

人發表教學與研究心得。現任主編為南

洋理工大學新加坡華文教研中心院長

陳之權。《華文學刊》內容以探討華文

教學的理論和實踐為主，旁及語言和文

史哲等方面的專題。所有來稿，均請國

內外各學術領域的專家學人匿名評

審，務求達到一定水準。教總希望借此

刊物鼓勵更多會員在校內開展教育行

動研究，嘗試教學新理念，進而推展華

文 教 學 研 究 風 氣 。
(http://www.sctu.org.sg/CL%20Journal.h

tm) 

1.華語文教學系推

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1 年 8 月 1 日～

迄今。 

A.40 10 中國社會語言學 The Journal of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國(從2009年開

始，改由高等教育

出版社發行，之前

是浙江大學出版

社)。 

一年2期 《中國社會語言學》是中國社會語言學

會（The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出版的學術刊物，宗

旨是透過各種方式，組織發展關於海內

外華人、中國各民族語言的社會語言學

研究，是社會語言學領域的核心刊物之

一。 

本刊物每年出版一或二期，實行專家匿

名審稿制度，刊登社會語言學研究的各

類文章，包括研究論文、調查報告、評

論、報導、書訊等，即包括語言本體的

研究，也包括語言選擇、語言生活、語

言地理、語言教育等社會層面上的研

究。 

1.華語文教學系推

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2 年 8 月 1 日～

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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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1 1 東方文化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香港大學中文

系、史丹福大學中

華語言文化研究

中心聯合出版 

 登載中英文論文及書評，地域範圍為中

國、日本、韓國及東南亞，內容包括歷

史、地理、美術、語言、文學、哲學、

法律、建築、考古、經濟、政治、社會

學、人類學等各方面傳統與當代問題。 

1.原國際漢學研究

所推薦，民國 100

年 8 月 1 日由東亞

學系繼受。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 12 月 29 日～迄

今。 

A.42 2 問題與研究 

（日文版） 

 政治大學國際關

係研究中心 

季刊 本刊物創刊已逾二十年，來稿由編輯委

員會送請至少二位專家學者審查，審查

並採雙匿名方式。是國內目前唯一對日

本學界傳達台灣政治經濟領域學者作

品之學術刊物。本刊物僅收日文原稿。 

1.原東亞文化暨發

展學系推薦，民國

100 年 8 月 1 日由

東亞學系繼受。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 12月 29 日～迄

今。 

A.43 3 全球政治評論  國立中興大學國

際政治研究所 

季刊 本評論主要刊載全球政治、經濟與社會

科學科際整合性研究為主，本評論設有

審稿制度，來稿由編審委員會送請一至

三位學者專家依雙向匿名審稿程序審

核。 

1.原東亞文化暨發

展學系推薦，民國

100 年 8 月 1 日由

東亞學系繼受。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 12月 29 日～迄

今。 

A.44 4 思與言  思與言雜誌社 季刊 創刊於 1963 年 2 月，屢獲優良學刊獎

全球學術社群高度倚重，如「美國書目

中 心 」（ American Bibliographical 

Center）即主動將「思與言」的每篇論

文列入該中心出版之「史實摘要」

（ Historical Abstracts and America: 

History and Life+）中，逐期介紹，以利

研究者檢索。此外，「思與言」歷年來

1.原東亞文化暨發

展學系推薦，民國

100 年 8 月 1 日由

東亞學系繼受。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 12月 29 日～迄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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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屢獲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優良期刊

獎，且蒙台北市、台灣省新聞處評為優

良刊物。是份跨學科、具有宏觀通識之

綜合學刊。 

A.45 5 國史館館刊  國史館館刊編輯

委員會 

本 刊 為 季

刊，每年 3、

6、9、12 月

出刊。 

國史館為提供中華民國史及臺灣史研

究論文之發表園地，促進學術成果交

流，特發行《國史館館刊》。本刊之創

刊，可追溯自 1947 年在南京發行的萌

芽時期，前後出版 5 期，旋因時局動盪

而停刊。本館遷臺後，本刊自 1987 年 1

月正式在臺復刊（半年刊）；至 2001 年

6 月起，為提昇國史館學術研究成果，

乃自復刊第 30 期起改版，另行彙集原

館刊所收錄之學術論文、書評等，於該

年 12 月出版《國史館學術集刊》第 1

期，自第 1 期至第 6 期為半年刊，第 7

期起改為季刊，發行迄 2008 年 12 月已

達 18 期，為本館代表性之學術刊物。  

茲為賡續《國史館館刊》加強中華民國

史及臺灣史研究之傳統，自 2009 年 3

月起，《國史館學術集刊》改回原刊名

《國史館館刊》，接續原期別，自《國

史館館刊》第 19 期起繼續發行（季刊）。 

1.原東亞文化暨發

展學系推薦，民國

100 年 8 月 1 日由

東亞學系繼受。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 12月 29 日～迄

今。 

A.46 6  China Media 

Research 
美國/中國 季刊 As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English-language journal in its field, 

published in America, and both in print 

and on the internet, China Media 

Research is dedicated to the dissemina-

tion of updated knowledge of all aspects 

of Chinese media/communication 

1.原東亞文化暨發

展學系推薦，民國

100 年 8 月 1 日由

東亞學系繼受。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 12月 29 日～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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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related topics. The main 

purpose of China Media Research is to 

serve as a bridge between Chinese and 

world media/communication studies, 

therewith to promote global harmony. 

China Media Research follows a policy 

of blind peer review. 

http://www.chinamediaresearch.net/index

.php?option=com_content&view=categor

y&layout=blog&id=3&Itemid=3 

今。 

A.47 7 N.A 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J.I.A.B.S.) 

Madison, Wi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半年刊 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is the 

organ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Inc. It includes 

scholarly contributions pertaining to all 

facets of Buddhist Studies. 

1.東亞學系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1 年 8 月 1 日～

迄今。 

A.48 8 N.A The Journal of 

Foreign Studies 
韓 國 中 央 大 學 

Chung-Ang 

University 

季刊 韓國中央大學外國研究中心為韓國最

重要外國研究機構之一。 

1.東亞學系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1 年 8 月 1 日～

迄今。 

A.49 9 國際關係學報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國立政治大學外

交學系，台北市 

半年刊 [國際關係學報]為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

系發行之學術性半年刊，於每年一月及

七月出版，探討範圍以國際關係和外交

實務等相關議題為主。刊載內容分為特

稿、專論、政策分析和國際要聞等四大

類。專論來稿均由編輯委員會經本刊審

稿程序，送請相關學者專家匿名審查。 

1.東亞學系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1 年 8 月 1 日～

迄今。 

A.50 10 N.A Sojour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半年刊 SOJOURN is an internationally refereed 

journal devoted to the study of social and 

cultural issues in Southeast Asia.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articles are published with a view to 

1.東亞學系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1 年 8 月 1 日～

迄今。 

http://www.chinamediaresearch.net/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category&layout=blog&id=3&Itemid=3
http://www.chinamediaresearch.net/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category&layout=blog&id=3&Itemid=3
http://www.chinamediaresearch.net/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category&layout=blog&id=3&Itemi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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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ng and disseminating scholarship 

in and on the region. Areas of interests 

include urbanization, migration, 

ethnicity, religion, popular culture, 

nation-building, civil society, family and 

gender. 

A.51 1 孔孟學報  孔孟學會 年刊 1.該刊歷史十分悠久，深具品質，台大

及諸多學校多列入該校優良期刊的一

級或二級期刊。 

2.為國內有關經學與中國文化數一數二

之有名期刊。 

3.每年出版 20 萬字，最多不超過 30 萬

字，錄取率極低，退稿率極高。 

4.兩位專家學者匿名審查。 

5.有極高稿費，每萬字約肆仟伍佰元。 

6.每年於 9 月 28 日教師節當日出刊，獻

給全國教師，以鼓舞研究風氣。 

1.華語文學科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 12月 29日～迄

今。 

A.52 2 中國學術年刊  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國文系 

年刊 1.為本校國文學系《中國學術年刊》編

輯委員會出版。 

2.兩位專家學者匿名審查。 

3.為僅次《國文學報》之系內有品質之

學術期刊；《國文學報》已在 THCI Core

之優異期刊名單內，此刊之品質亦近於

該刊水準。 

4.可成為本學科內老師未來可能投稿之

目標型刊物。 

1.華語文學科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 12月 29日～迄

今。 

A.53 3 簡牘學報  簡牘學會 年刊 1.為當今國內數一數二有關簡牘方面之

學術專業性學報。 

2.具雙向匿名審查制。 

3.如兩位審查意見相左，則送第三位專

1.華語文學科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 12月 29日～迄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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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學者再行審查。 

4.創會、創刊人為國內知名學者簡牘學

大師馬先醒教授。 

5.後繼者亦多為當代知名專家學者或其

弟子。 

A.54 4 東華人文學報  東華大學 半年刊 1.台大之優良刊物之資料表中，曾列入

第一級或第二級，有時略見變動。 

2.曾獲國科會中文學門學術期刊評比為

第 10、15 名。 

3.兩位專家學者匿名審查 

1.華語文學科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 12月 29日～迄

今。 

A.55 5 中文學刊  香港中文大學 年刊 1.本刊是國際性學術期刊，刊載海內外

學者有關中國語言及文學的論著。 

2.本刊設有評審制度，每篇論文以匿名

方式送交專家審查，獲通過者方予發

表。 

3.第二期起，本刊由香港中文大學中文

系與北京大學中文系編委合編。 

4.本學科又得著名學者王淑岷、饒宗

頤、周策縱、柳存仁、劉殿爵、林庚及

林濤等教授出任學術顧問。 

1.華語文學科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 12月 29日～迄

今。 

A.56 1 中山人文學報 Sun Yat-sen Journal 

of Humanities 
中山大學 半年刊 此期刊一年雙刊，出版相關於人文之內

容。為一學術性期刊，具雙向匿名審查

制度。並為臺灣大學列為一級期刊。 

1.外語學科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 12月 29日～迄

今。 

A.57 2 文山評論 Wenshan Review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e 

政治大學 半年刊 此期刊一年雙刊，出版英美與臺灣文學

與文化之相關內容。為一學術性期刊，

具雙向匿名審查制度。此刊被收錄於全

美最大之文學學會之索引中，並為臺灣

大學列為一級期刊。 

1.外語學科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 12月 29日～迄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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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8 3 東吳大學外語學

報 

Soochow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東吳大學 半年刊 此期刊一年雙刊，出版相關於英美、德

國、日本等國之文學、語言（學）、文

化之內容。為一學術性期刊，具雙向匿

名審查制度。並為臺灣大學列為一級期

刊。 

1.外語學科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 12月 29日～迄

今。 

A.59 4 輔仁學誌 Fu Jen Studies 輔仁大學 半年刊 此學誌刊登人文與藝術的學術論文，來

稿均經嚴格之雙向匿名審查制度。並為

臺灣大學列為一級期刊。 

1.外語學科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 12月 29日～迄

今。 

A.60 5  Critical Inquiry in 

Language Studies 

Routledge 季刊 本期刊囊括人文社會科學不同領域的

學者，是探討語言相關議題的著名期

刊。此期刊自 2004 年起，每年發行四

次，提供了舉凡語言政策，歷史，教育，

語言學及文學的學者一個重要的跨領

域溝通平台。 

1.外語學科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 12月 29日～迄

今。 

A.61 6  ELT Journal 

 

Oxford UP 季刊 ELT Journal 為一本重要之英語教學專

業期刊，有嚴格之雙向匿名審查制度，

論文錄取率極低，是一本國際地位極高

之期刊。本期刊之特色在於他著重理論

與實務之結合，亦重視語言教學與其他

領域（例如：教育學、社會學、心理學、

心理語言學）之互動。 

1.外語學科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 12月 29日～迄

今。 

A.62 7  Innovation in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Routledge 一年三刊 本期刊的編輯委員會都是由英語教學

領域裡重量級的專家學者所組成（請參

考該期刊參考資料），在其編審之下，

論文水準極高。  

1.外語學科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 12月 29日～迄

今。 

A.63 8  Journal of Asia 

TEFL 

 

Asian Association 

of Teachers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季刊 Journal of Asia TEFL 為探討英語教學 

(TEFL) 之國際期刊，亦是亞洲地區探

討外語教學理論與實務領域最重要的

1.外語學科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 12月 29日～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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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專業期刊。收錄之論文內容包含外

語教學法、評量方法、語言政策、課程

與教材發展、多媒體語言教學以及師資

培育議題。本期刊之主編 Bernard 

Spolsky 是首屈一指的語言學家、語言

政策學家。本期刊有嚴格之雙向匿名審

查制度。 

今。 

A.64 9  Canadian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Canadian 

Association of 

Applied 

Linguistics 

半年刊 此期刊是雙向匿名審查的網路期刊。因

應加拿大的雙語，此期刊談及了許多第

一語、第二語和雙語教學的相關議題，

是許多教師和語言治療師透過網路瞭

解相關研究發展的重要途徑之一。 

1.外語學科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 12月 29日～迄

今。 

A.65 10  Technology, 

Pedagogy and 

Education 

Routledge 一年三刊 這本期刊由國際知名出版社 Taylor & 

Francis Group 所出版，是教育科技有關

師資培育方面的重要期刊，被國外大學

教育學院評比為一級期刊，並且收錄在

Ulrich's Periodicals Directory 中。 

1.外語學科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 12月 29日～迄

今。 

A.66 1  Academy of 

Management 

Learning & 

Education 

ACAD 

MANAGEMENT, 

PACE UNIV, PO 

BOX 3020, 235 

ELM RD, 

BRIARCLIFF 

MANOR, USA, 

NY, 10510-802/ 

U.S 

季刊 The editor will screen all manuscripts 

submitted to the Research & Reviews or 

Essays, Dialogues, & Interviews sections. 

In some cases, a manuscript may be 

returned without review if it is judged to 

be inappropriate for publication in 

AMLE.  Manuscripts that are 

egregiously deficient in grammar, 

spelling, and punctuation also may be 

returned without review. Manuscripts 

judged to be consistent with the mission 

and standards of AMLE will be submitted 

for double-blind review to at least two 

referees as dictated by content—one 

1.人文社會學科推

薦。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 12月 29日～迄

今。 

http://www.aom.pace.edu/
http://www.aom.pace.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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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e is always an Editorial Board 

member. Senior authors can expect to 

receive first-round feedback in 

approximately 75 days, moderated by the 

editor or an associate editor. 

ISSN：1537-260X 

A.67 2  Decision Analysis Decision Analysis 

Society/U.S 
季刊 Decision Analysis is a quarterly journal 

published in March, June, September, and 

December by the Institute for Operations 

Research and the Management Sciences 

(INFORMS) at 7240 Parkway Drive, 

Suite 300, Hanover, Maryland 21076. 

Decision Analysis requires that all 

manuscripts be reviewed. The 

Editor-in-Chief identifies a primary 

action editor for each submission (either 

the Editor or an Associate Editor). That 

individual then screens the paper for 

appropriate scope and potential 

contribution to fit the journal and sends 

the paper to qualified referees for review 

using a single-blind process (i.e., referees 

and associate editors know the names of 

authors but authors do not know the 

names of referees or the associate editor). 

ISSN：1545-8490 

1.人文社會學科推

薦。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 12月 29日～迄

今。 

A.68 3 師大學報：人文與

社會科學類 

Journal of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中華民國 

半年刊 ISSN 0583-0249. 師大學報自第 42 期

﹝民 86 年 10 月﹞起發行革新版，每期

一學術領域分成四類出版：即「教育」、

「人文與社會科學」、「數理與科技」和

「科學教育」四大類。 

1.人文社會學科推

薦。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 12月 29日～迄

今。 

A.69 4 國立中央大學人 National Central 國立中央大學文 半年刊 國科會評鑑總分 30（含）－55 分（不 1.人文社會學科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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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報 University Journal 

of Humanities 
學院/中華民國 含）者、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發展處歷史

學門期刊排序得分 69 分以上者。 

薦。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 12月 29日～迄

今。 

A.70 5 興大人文學報 Chung-Hsing 

Journal of 

Humanities  

國立中興大學文

學院/中華民國 

半年刊 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發展處歷史學門期

刊排序得分 68 分到 55 分者。 

1.人文社會學科推

薦。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 12月 29日～迄

今。 

A.71 6 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地理研究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Research 

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地理系/中華民

國 

半年刊 國內地理學門重要學術刊物。 1.人文社會學科推

薦。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 12月 29日～迄

今。 

A.72 7 中國歷史學會史

學集刊 

Bulletin of the 

Historical 

Associ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中國歷史學會/中

華民國 

年刊 歷史社群代表性刊物之ㄧ；國科會人文

及社會發展處歷史學門期刊排序得分

54 分到 36 分者。 

1.人文社會學科推

薦。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 12月 29日～迄

今。 

A.73 8 成大歷史學報 Cheng Kung Journal 

of Historical Studies 
國立成功大學歷

史系/中華民國 

半年刊 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發展處歷史學門期

刊排序得分 68 分到 55 分者。 

1.人文社會學科推

薦。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 12月 29日～迄

今。 

A.74 9 台灣東南亞學刊

（暨大） 

Taiwa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國立暨南國際大

學東南亞研究中

心/中華民國 

半年刊 該刊物為中研院社會所蕭新煌主編，編

委會為國內東南亞區域研究學者組

成，並設有國際諮詢委員會，為台灣重

要的東南亞研究學術刊物。 

1.人文社會學科推

薦。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 12月 29日～迄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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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5 1  Asian Pacific 

Journal of Social 

Work  

  

綜合 

1.社會工作學研究

所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2年 4月 16日～

迄今。 

A.76 2  

Asian Social Work 

and Policy Review  

  

綜合 

1.社會工作學研究

所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2 年 4 月 16 日～

迄今。 

A.77 3  

China Journal of 

Social Work  

  

綜合 

1.社會工作學研究

所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2 年 4 月 16 日

～迄今。 

A.78 4  

Social Work 

Research  

  

綜合 

1.社會工作學研究

所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2 年 4 月 16 日

～迄今。 

A.79 5 

台灣社會工作學

刊  
 

  

綜合 

1.社會工作學研究

所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2 年 4 月 16 日

～迄今。 

A.80 6 東吳社會工作學    綜合 1.社會工作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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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所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2 年 4 月 16 日

～迄今。 

A.81 7 

香港社會科學學

報  
 

  

綜合 

1.社會工作學研究

所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2 年 4 月 16 日

～迄今。 

A.82 8 

應用心理研究  

  

綜合 

1.社會工作學研究

所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2 年 4 月 16 日

～迄今。 

A.83 9  

Journal of 

Evidence-Based 

Social Work  

  

直接服務/ 

社會工作 

1.社會工作學研究

所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2 年 4 月 16 日

～迄今。 

A.84 10  

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Social 

Work  

  

直接服務/ 

社會工作 

1.社會工作學研究

所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2 年 4 月 16 日

～迄今。 

A.85 11  Journal of Social   直接服務/ 1.社會工作學研究



p-29 

總編
號 

項

次 
期刊名稱（中文） 期刊名稱（英文） 

出版單位 

/國別 
出版週期 重要性說明 

推薦單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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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ess and the 

Homeless 

街友服務 所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2 年 4 月 16 日

～迄今。 

A.86 12 

身心障礙研究季

刊  
 

  

直接服務/ 

身心障礙 

1.社會工作學研究

所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2 年 4 月 16 日

～迄今。 

A.87 13 

亞洲家庭暴力與

性侵害期刊  
 

  

直接服務/ 

家暴暨性侵害 

1.社會工作學研究

所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2 年 4 月 16 日

～迄今。 

A.88 14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al 

Welfare  

  

間接服務/ 

社會福利 

1.社會工作學研究

所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2 年 4 月 16 日

～迄今。 

A.89 15 兒童及少年福利

(原名：兒童及青

少年福利) 
 

  

直接與間接服務/ 

兒童少年福利 

1.社會工作學研究

所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2 年 4 月 16 日

～迄今。 

A.90 16  Australasian Journal   直接與間接服務/ 1.社會工作學研究

http://0-www.ceps.com.tw.opac.lib.ntnu.edu.tw/ec/ecJnlIntro.aspx?Jnliid=3471&newIssueiid=84808&jnlcattype=1&jnlptype=2&jnltype=7
http://0-www.ceps.com.tw.opac.lib.ntnu.edu.tw/ec/ecJnlIntro.aspx?Jnliid=3471&newIssueiid=84808&jnlcattype=1&jnlptype=2&jnltyp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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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ging 老人福利 所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2 年 4 月 16 日

～迄今。 

A.91 17  
Social Work 

Education-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社會工作教育 

1.社會工作學研究

所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2 年 4 月 16 日

～迄今。 

A.92 1 

 Journalism Studies 

  

新聞學研究 

1.大眾傳播研究所

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2年 4月 16日～

迄今。 

A.93 2 

 Journalism 

  

新聞學研究 

1.大眾傳播研究所

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2 年 4 月 16 日

～迄今。 

A.94 3 

台大新聞論壇 

   

新聞學研究 

1.大眾傳播研究所

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2 年 4 月 16 日

～迄今。 

A.95 4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資訊傳播、廣播電視與新媒介科技 

1.大眾傳播研究所

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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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ty 2.認可期間：民國

102 年 4 月 16 日

～迄今。 

A.96 5 

 

Convergenc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to New Media 

Technologies 

  

資訊傳播、廣播電視與新媒介科技 

1.大眾傳播研究所

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2 年 4 月 16 日

～迄今。 

A.97 6 

廣播與電視 

   

資訊傳播、廣播電視與新媒介科技 

1.大眾傳播研究所

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2年 4月 16日～

迄今。 

A.98 7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大眾傳播、批判與文化研究 

1.大眾傳播研究所

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2 年 4 月 16 日

～迄今。 

A.99 8 

 

Communication and 

Critical/Cultural 

Studies 

  

大眾傳播、批判與文化研究 

1.大眾傳播研究所

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2 年 4 月 16 日

～迄今。 

A.100 9 

 
Communication, Cul

ture, & Critique 

  

大眾傳播、批判與文化研究 

1.大眾傳播研究所

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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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 4 月 16 日

～迄今。 

A.101 10 

傳播研究與實踐 

(2011/1月將出版) 

   

大眾傳播、批判與文化研究 

1.大眾傳播研究所

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2 年 4 月 16 日

～迄今。 

A.102 11 

 
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國際傳播 

1.大眾傳播研究所

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2 年 4 月 16 日

～迄今。 

A.103 12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國際傳播 

1.大眾傳播研究所

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2 年 4 月 16 日

～迄今。 

A.104 13 

 
Global Media 

Journal 

  

國際傳播 

1.大眾傳播研究所

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2 年 4 月 16 日

～迄今。 

A.105 14 

資訊社會研究 

   

資訊傳播、廣播電視與新媒介科技 

1.大眾傳播研究所

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http://journalseek.net/cgi-bin/journalseek/journalsearch.cgi?field=issn&query=1742-7665
http://journalseek.net/cgi-bin/journalseek/journalsearch.cgi?field=issn&query=1742-7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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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 4 月 16 日

～迄今。 

A.106 15 

 
China Media 

Research 

  

亞洲與華人傳播 

1.大眾傳播研究所

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2 年 4 月 16 日

～迄今。 

A.107 16 

傳播與社會學刊 

   

亞洲與華人傳播 

1.大眾傳播研究所

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2 年 4 月 16 日

～迄今。 

A.108 17 

傳播與管理研究 

   

傳播管理、媒介經濟與廣告研究 

1.大眾傳播研究所

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2 年 4 月 16 日

～迄今。 

A.109 18 

廣告學研究 

   

傳播管理、媒介經濟與廣告研究 

1.大眾傳播研究所

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2 年 4 月 16 日

～迄今。 

A.110 19 

選舉評論 

   

政治傳播 

1.大眾傳播研究所

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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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 4 月 16 日

～迄今。 

A.111 1 

中華國際法與超

國界法評論 

   

國際法 

1.政治學研究所推

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2年 4月 16日～

迄今。 

A.112 2 

臺灣國際法季刊 

   

國際法 

1.政治學研究所推

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2年 4月 16日～

迄今。 

A.113 3 

 

Journal of Law and 

Politics 

  

國際法 

1.政治學研究所推

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2年 4月 16日～

迄今。 

A.114 4 

台灣法學雜誌 

   

法學期刊 

1.政治學研究所推

薦 1.政治學研究

所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2年 4月 16日～

迄今。 

A.115 5 

文官制度季刊 

   

國家發展理論 

1.政治學研究所推

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2年 4月 16日～

迄今。 

A.116 6 孫學研究    國家發展理論 1.政治學研究所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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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2年 4月 16日～

迄今。 

A.117 7 

思與言 

   

國家發展理論 

1. 政治學研究所推

薦。 

2. 2.認可期間：民

國 102 年 4 月 16

日～迄今。 

A.118 8 

國際政治評論 

   

國際關係 

1.政治學研究所推

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2年 4月 16日～

迄今。 

A.119 9 

東亞研究 

   

國際關係 

1.政治學研究所推

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2年 4月 16日～

迄今。 

A.120 10 

問題と研究 

   

國際關係 

1.政治學研究所推

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2年 4月 16日～

迄今。 

A.121 11 

 
The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國際關係 

1.政治學研究所推

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2年 4月 16日～

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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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2 12 

 
International Area 

Review 

  

國際關係 

1.政治學研究所推

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2年 4月 16日～

迄今。 

A.123 13 

 

SFC Journal 

( Shonan Fujisawa 

Campus Journal ) 

  

國際關係 

1.政治學研究所推

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2年 4月 16日～

迄今。 

A.124 14 
月旦法學 

   
法學期刊 

1.政治學研究所推

薦。 

A.125 15 

展望與探索 

   

中國大陸研究 

1.政治學研究所推

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2年 4月 16日～

迄今。 

A.126 16 

中共研究 

   

中國大陸研究 

1.政治學研究所推

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2年 4月 16日～

迄今。 

A.127 17 

香港社會科學學

報 

   

中國大陸研究 

1.政治學研究所推

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2年 4月 16日～

迄今。 

A.128 18 
 

Modern China 

Studies 

  
中國大陸研究 

1.政治學研究所推

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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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單位 

/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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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認可期間：民國

102年 4月 16日～

迄今。 

【說明】 

1.已是 SCI、SCIE、SSCI、TSSCI、EI、A&HCI、THCI Core 等索引收錄之學術性期刊無須列入本表。 

2.本表僅列入非屬前述刊物且經本學院認可之國內外具雙向匿名審查制度之學術或專業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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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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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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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週期 重要性說明 

推薦單位及 

異動註記 
B.1 1 N.A.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Arts and Cultural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Australia  

半年刊 創刊於 2003 年，迄今已發行 7 卷 10 期。

該期刊由澳洲之南澳大學發行，旨在收

錄出版與藝術文化管理及文化政策研

究相關之學術性文章，且為亞太地區藝

術和文化領域極具權威之匿名審查期

刊。徵稿焦點包含：藝術與文化政策、

文化創意產業、藝術文化產業之行銷與

管理、文化節慶與活動等議題。 

●文化領域。 

1.歐洲文化與觀光

研究所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12月29日～101

年 7 月 31 日。 

 

B.2 2 N.A. Tourism,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Cognizant 

Communication 

Corporation, USA 

每年三期 創刊於 2001 年，目前已出版 10 卷 22

期。該期刊之焦點為在全球環境下，觀

光之文化研究、文化認同、文化溝通研

究等議題。與本所發展方針中觀光之文

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of tourism)相契

合，亦為少數跨文化與觀光領域之學術

期刊。 

●跨文化與觀光領域。 

1.歐洲文化與觀光

研究所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12月29日～101

年 7 月 31 日。 

 

B.3 3 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e,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Research 

Emerald, UK 季刊 創刊於 2007 年，目前已出版 4 卷 15 期。

該期刊為結合文化與觀光旅遊之跨領

域期刊，涉及之領域包含社會學、地理

學、人類學等。徵稿焦點包含：觀光文

化與行為、旅遊目的地文化、觀光旅遊

行銷與文化之關聯。該期刊雖尚未納入

SSCI，但已被納入 ABI、IRET 等觀光

休閒領域之主要索引系統。 

●跨文化與觀光領域。 

1.歐洲文化與觀光

研究所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12月29日～101

年 7 月 31 日。 

 

B.4 4 N.A. Journal of Heritage 

Tourism 

Taylor & Francis, 

UK 
季刊 文化遺產在歐洲觀光與文化觀光研究

領域舉足輕重，而創刊於 2006 年的本

1.歐洲文化與觀光

研究所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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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則為遺產觀光領域唯一且最具權威

的學術期刊。該期刊已發行 5 卷 15 期，

徵稿焦點包含：真實性、解說、遊客管

理、遺產保存、遺產政策、遺產與認同、

遺產永續發展等。 

●跨文化與觀光領域。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12月29日～101

年 7 月 31 日。 

 

B.5 5 N.A. Tourism Review 

International  

Cognizant 

Communication 

Corporation , USA 

季刊 創刊於 2001 年，目前已出版 13 卷 27

期。該期刊之焦點為觀光之跨領域研

究，尤其強調各觀光產業部門的文化認

知層面等文化觀光研究領域。 

●觀光領域。 

1.歐洲文化與觀光

研究所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12月29日～101

年 7 月 31 日。 

 

B.6 6  Proceedings of  

ED-MEDIA 

WORLD 

CONFERENCE ON 

EDUCATIONAL 

MULTIMEDIA,HYP

ERMEDIA&TELEC

OMMUNICATIONS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mputing in 

Education 

年刊 ED-MEDIA--World Conference on 

Educational Multimedia, Hypermedia 

&Telecommunications is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rganized by 

AACE. 

This annual conference serves as a 

multi-disciplinary forum for the 

discussion and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on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and 

applications on all topics related to 

multimedia, hypermedia 

andtelecommunications/distance 

education. 

1.應用華語文學系

所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12月29日～101

年 7 月 31 日。 

 

B.7 7 華語文教學研究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世界華語文教育

學會出版 

半年刊 《華語文教學研究》為學術研究方向的

期刊，為國際標準期刊。本刊內容主

要刊載華語文教學（包括方言）有關

之專論及相關的書評與導讀，探討教

學理論和方法之論文。 

本刊 2007-2009 年獲國科會人文學研究

1.應用華語文學系

所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12月29日～101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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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補助期刊編輯費用、2009 年教育部

部分補助期刊編輯費、本刊入選國科會

人文學研究中心 2008 年臺灣人文學引

文索引核心期刊。 

B.8 8 國文學報  師大 半年刊 本學報為純學術性刊物，分為經史、哲

學、文學、語言文字、國文教學、跨領

域等領域類別。 

1.應用華語文學系

所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12月29日～101

年 7 月 31 日。 

B.9 9 東方學 Tohogaku 

(Eastern Studies) 
日本東方學會 半年刊 

（日文） 

收錄東方學研究相關專門領域之研究

論文、日本國內外學界消息及座談會等

學術研究資訊之期刊。 

1..原國際漢學研究

所推薦，民國 100

年 8 月 1 日由東亞

學系繼受。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12月29日～101

年 7 月 31 日。 

B.10 10 日本中國學會報 Nippon Chugoku 

Gakkai Ho  
日本中國學會 年刊 

（日文） 

與中國相關之學術研究之期刊，主要收

錄中國哲學、中國文學與中國學研究方

面之論文。 

1..原國際漢學研究

所推薦，民國 100

年 8 月 1 日由東亞

學系繼受。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12月29日～101

年 7 月 31 日。 

B.11 11 海洋文化學刊  臺灣海洋大學 半年刊 本學刊刊登與「海洋文化」有關，並未

曾在國內外出版之專題論文、研究討論

以及相關論述。來稿將由本刊編輯委員

會送請至少二位專家學者審查，審查採

雙匿名方式。 

1.原東亞文化暨發

展學系推薦，民國

100 年 8 月 1 日由

東亞學系繼受。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12月29日～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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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 月 31 日。 

B.12 12  Journal of American 

Academy of 

Business, Cambridge 

美國 半年刊 All submissions are subject to two person 

blind peer reviewed process. No 

Manuscript Will Be Accepted Without the 

Required Format. All Manuscripts Should 

Be Professionally Proofread Before the 

Submission. 

1.原東亞文化暨發

展學系推薦，民國

100 年 8 月 1 日由

東亞學系繼受。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12月29日～101

年 7 月 31 日。 

B.13 13  Asian Ethnicity Routledge 出版社 季刊 Asian Ethnicity provides a 

cross-disciplinary, international venue for 

the publication of well-researched articles 

about ethnic groups and ethnic relations 

in the half of the world where questions 

of ethnicity now loom largest. All 

research articles in this journal have 

undergone rigorous peer review, based on 

initial editor screening and blind 

refereeing by two referees. Peer Review 

Statement:All review papers in this 

journal, inclu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Ethnic Voices section, have undergone 

editorial screening and peer review. 

http://www.tandf.co.uk/journals/titles/146

31369.asp 

1.原東亞文化暨發

展學系推薦，民國

100 年 8 月 1 日由

東亞學系繼受。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12月29日～101

年 7 月 31 日。 

 

B.14 14 中国语言学报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JCL) 
美國 年刊 《中国语言学报》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JCL)是以普通語言學和中

國語言學相結合為研究內容，科學研究

方法為探索途徑，英漢語為交流媒介的

國際性專業研究期刊。由數字優秀的語

言學專家為編審。文章語言以英文為主

兼收優秀中文文章；文章提要則中英文

1.華語文教學研究

所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12月29日～101

年 7 月 31 日。 

 

http://www.tandf.co.uk/journals/titles/14631369.asp
http://www.tandf.co.uk/journals/titles/14631369.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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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用。這部具有 38 年歷史(1973~2010)

的語言學研究期刊是一個有遠見，有經

驗，有成果，並有學術創新精神的學

報；於 1980 年被 SSCI 與 AHCI 收錄，

成為有國際影響中國語言學學報。 

B.15 15 中国语文 ZHONGGUO 

YUWEN 
中國大陸 双月刊 《中国语文》主要刊登漢語現狀、歷史

以及應用、實驗等的調查和研究，語言

理論、語言政策的研究，漢語教學、漢

外對比研究，語言學和其他學科交叉課

題的研究，漢字現狀、歷史以及應用調

查和研究，語言文字著作的評論文章

等，是中國語言文字研究最重要的學術

期刊。 

1.華語文教學研究

所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12月29日～101

年 7 月 31 日。 

 

B.16 16 中國語文研究 Chinese Language 

Studies 
香港 不定期集刊 《中國語文研究》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出版的學術專刊，原為季刊，其後改為

不定期集刊，在九十年代初前共出版十

一期，其後暫停出版。經籌劃後，《中

國語文研究》已 2001 年 9 月重新出版，

計劃每年出版兩期，刊期為每年之三月

及九月。自 2007 年第二期開始，編務

由中心及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聯合負

責，並由張雙慶教授任主編，莊初昇教

授、唐鈺明教授任副主編，內容刊載香

港及海內外學者的語文專著。該刊採用

審稿制度，每篇來稿均匿名送交兩位專

家評審，獲得通過後始行刊登。  

1.華語文教學研究

所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12月29日～101

年 7 月 31 日。 

 

B.17 17 對外漢語研究(上海

師範大學對外漢語

 北京：商務印書館

/中國大陸 

 匿名評審 

《對外漢語研究》期刊以促進國內外對

1.華語文教學研究

所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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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外漢語教學與研究為目標，以及時反應

漢語教學與研究領域的最新成果和學

術動態，提升對外漢語教學界的教學和

研究為宗旨。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12月29日～101

年 7 月 31 日。 

 

B.18 18  Language Learning 

 

University of 

Michigan/美國 

 Impact Factor:0.984(2 年內) 1.華語文教學研究

所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12月29日～101

年 7 月 31 日。 

B.19 19 語言教學與研究

(CSSCI 期刊))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 

Studies 

北京語言大學 雙月刊 《語言教學與研究》創刊於 1979 年，

是中國大陸第一份對外漢語教學專業

性學術期刊，也是語言研究領域的重要

學術刊物，歷史悠久，發行量大，在國

內外學術界具有廣泛影響。稿件審查採

匿名評審方式。 

(http://www.blcu.edu.cn/yys/3_mag_1/3_

1_magazine1.asp) 

1.國際華語與文化

學系所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12月29日～101

年 7 月 31 日。 

 

B.20 20 語言文字應用

(CSSCI 期刊) 

Applied Linguistics 中國大陸教育部

語言文字應用研

究所 

季刊 《語言文字應用》是中國大陸教育部主

管、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主辦的全國性

語言文字應用學術刊物，是國家語言學

/漢語類核心期刊，稿件以匿名方式進行審查。《語

言文字應用》現為《中國人文社會科學

引文資料庫》來源期刊、《中國學術期

刊綜合評價資料庫》全文收錄的來源期

刊、《中國期刊網》、《中國學術期刊（光

碟版）》全文收錄期刊。  

(http://www.china-language.gov.cn/80/pu

blish.htm)   

1.國際華語與文化

學系所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12月29日～101

年 7 月 31 日。 

 

B.21 21 華文教學與研究

(CSSCI 期刊) 

TCSOL Studies 暨南大學華文學

院 

季刊 《華文教學與研究》原名《暨南大學華

文學院學報》，創刊於 2001 年， 2003

1.國際華語與文化

學系所推薦。 

http://www.blcu.edu.cn/yys/3_mag_1/3_1_magazine1.asp
http://www.blcu.edu.cn/yys/3_mag_1/3_1_magazine1.asp
http://www.china-language.gov.cn/80/publish.htm
http://www.china-language.gov.cn/80/publish.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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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榮獲首屆《CAJ-CD 規範》執行優秀

期刊獎，2007 年 12 月進入中國社會科

學研究評價中心發佈的 CSSCI 擴展版

來源期刊(語言學類)。來稿皆以匿名方

式進行評審。 
(http://www.hwjyw.com/bulletin/200910/

t20091027_33042.shtml) 

現用刊名：華文教學與研究 

曾用刊名：暨南大學華文學院學報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12月29日～101

年 7 月 31 日。 

 

B.22 22  Language and 

Education 

 

Routledge 雙月刊 Language & Education provides a forum 

for the discussion of recent topics and 

issues in the language disciplines which 

have an immediate bearing upon thought 

and practice in education. Articles draw 

from their subject matter important and 

well-communicated implications for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curriculum, 

pedagogy or evaluation in education. 

Manuscripts are sent to reviewers 

anonymously. 

(http://www.tandf.co.uk/journals/0950-07

82) 

1.國際華語與文化

學系所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12月29日～101

年 7 月 31 日。 

 

B.23 23 師大學報:語言與文

學類 

Journal of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Linguistics & 

Literature   

師大 半年刊 《師大學報：語言與文學類》為一以提

升臺灣師大學術研究風氣之純學術性

期刊，供校內、外教師及研究人員發表

未曾發表過之原創性研究論文，審稿採

雙向匿名評審制度。原創性研究論文可

為實徵性研究成果報告，可為理論或方

法性主題之論述，亦可為特定研究專題

之系統性綜合評論。翻譯文稿、報導性

文章、整篇學位論文及進修研究報告皆

1.國際華語與文化

學系所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12月29日～101

年 7 月 31 日。 

 

http://www.hwjyw.com/bulletin/200910/t20091027_33042.shtml
http://www.hwjyw.com/bulletin/200910/t20091027_33042.shtml
http://www.tandf.co.uk/journals/0950-0782
http://www.tandf.co.uk/journals/0950-0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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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刊登。 
(http://www.edujournal.com.tw/linguistic

s/how.shtml) 

B.24 24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

報 

Journals of Chinese 

Studies 
香港中文大學中

國文化研究所 

年刊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所刊報的數百

篇論文種類繁雜，體製殊異，自古迄

今，上記新舊石器時代， 下迄晚清、

民國至於當代中國。就題材來說，經典

文獻、歷史、輿地、文學、哲學思想、 

佛道（及其他宗教）、小學、考古、藝

術、建築、音樂、儀禮、曆法、醫藥、

民俗、人物、 中外交通、近現代政治、

社會經濟、文化變遷、交流、翻譯等等

無不網羅包納，並採用匿名評審制度，

論文均經編委參酌審查報告然後作出

決定是否刊登，用昭公正以提昇水準。 

（http://www.cuhk.edu.hk/ics/journal/） 

1.國際華語與文化

學系所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12月29日～101

年 7 月 31 日。 

 

B.25 25 N.A. Polylog Wiener 

Gesellschaft für 

interkulturelle 

Philosophie, 

Austria 

半年刊 創刊於 1998，目前已出版了 23 期。此

期刊每期從文化間際（intercultural）哲

學思考（philosophizing）角度探討特定

主題，是在德語系研究跨文化、多元文

化哲學的期刊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與

影響力的一個期刊。此期刊是經由奧地

利學術研究部（BMFa）、維也納市學術

研究處，共同補助發行。 

●文化領域。 

1.歐洲文化與觀光

研究所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 12 月 29 日～

102 年 7 月 31 日。 

B.26 26 N.A. IWK-Mitteilungen Institut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 Austria 

季刊 創刊於 1946 年，從 1974 年起以季刊方

式出版。從 1984 年起，刊登文章內容

聚焦於性別研究、移民問題研究、教育

研究、學術研究、民主政治與歐盟、勞

1.歐洲文化與觀光

研究所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 12 月 29 日～

http://www.edujournal.com.tw/linguistics/how.shtml
http://www.edujournal.com.tw/linguistics/how.shtml
http://www.cuhk.edu.hk/ics/
http://www.cuhk.edu.hk/ics/
http://www.cuhk.edu.hk/ics/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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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單位及 

異動註記 
動與生活、文化間際、心理分析、藝術、

美學與哲學研究。此期刊是經由奧地利

學術研究部（BMFa）、藝術文化教育部

（BMukk）、維也納市學術研究處，共

同補助發行。 

●文化領域。 

102 年 7 月 31 日。 

 

B.27 27 N.A Journal of Culture 

Economy 

Routledge Taylor 

&Francis Group, 

UK 

季刊 創刊於 2008 年，該期刊以文化研究、

社會學、空間研究、婦女研究觀點探討

物質性與流動性，品牌與品位作為文化

與經濟之界面，為一新引領新文化理論

風潮與經驗研究的學術期刊。 

1.歐洲文化與觀光

研究所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1 年 8 月 1 日～

102 年 7 月 31 日。 

B.28 28 N.A. Heritage Language 

Journal 

National Heritage 

Language 

Resource Center 

with support from 

the UCLA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一年三期 The Heritage Language Journal (HLJ), an 

online, blind-refereed journal, was 

established in 2002 to provide a forum 

for scholars to publish the results of their 

research and to advance knowledge about 

educating heritage speakers. HLJ is 

published by the National Heritage 

Language Resource Center at UCLA and 

is housed on a server hosted by the 

UCLA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The journal 

seeks submissions from researchers and 

practitioners in: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psychology, sociology, 

language education, language policy, and 

other relevant fields. (以上資料來源：
http://hlj.ucla.edu/about.aspx?subscribe) 

Review Process:Submissions will 

undergo a two-stage review process 

·The editors will determine whether a 

manuscript fits the general scope of the 

1.華語文教學系推

薦。 

2.認可期間：民國

101 年 8 月 1 日～

102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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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 
出版週期 重要性說明 

推薦單位及 

異動註記 
journal (1 month). 

·Following the editors’ preliminary 

review, the submissions undergo blind, 

peer, external review by 2-3 experts in 

the discipline (2-3 months). 

·The editors will notify the authors of the 

receipt of their manuscripts and will keep 

them informed of the status of the review 

process. 

·If the reviewers' response is favorable, 

authors undertake the necessary revisions 

and resubmit the manuscript (time frame 

variable according to authors) 

B.29 29 N.A. Tourism Analysis  Cognizant 

Communication 

Corporation, 

USA 

雙月刊 創刊於 2001 年，目前已出版 15 卷 37

期。該期刊聚焦於觀光之跨國與跨文化

研究、旅遊目的地吸引力分析等，與本

所發展方針中之文化觀光研究(cultural 

tourism studies)相契合。 

●觀光領域。 

1.歐洲文化與觀光

研究所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12月29日～103

年 7 月 31 日。 

B.30 30 師大學報  師大 「語言與文

學類」：半

年刊 

「教育科學

研究期

刊」：一年四

期刊 

《師大學報》為一以提昇學術研究風氣

之純學術性期刊，供國內外教師及研究

人員發表原創性研究論文。本刊依「教

育科學研究期刊」及「語言與文學類」

等兩類分冊出版。 

1.應用華語文學系

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12月29日～103

年 7 月 31 日。 

B.31 31 JCLTA 中文教師學

會學報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中文教師學會出

版 

一年三期刊 JCLTA publishes articles and reviews. 

Articles cover the areas of Chinese 

language pedagogy,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Chinese literature. The Journal has 

proved to be an increasingly valuable 

1.應用華語文學系

推薦。 

2.認可期間：民國 99

年12月29日～103

../../../Documents%20and%20Settings/gwen/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AppData/Local/Temp/The%20Heritage%20Language%20Journal%20(HLJ),%20an%20online,%20blind-refereed%20journal,%20was%20established%20in%202002%20to%20provide%20a%20forum%20for%20scholars%20to%20publish%20the%20results%20of%20their%20research%20and%20to%20advance%20knowledge%20about%20educating%20heritage%20speakers.%20HLJ%20is%20published%20by%20the%20National%20Heritage%20Language%20Resource%20Center%20at%20UCLA%20and%20is%20housed%20on%20a%20server%20hosted%20by%20the%20UCLA%20International%20Institute.%20The%20journal%20seeks%20submissions%20from%20researchers%20and%20practitioners%20in:%20linguistics and%20applied%20linguistics,%20psychology,%20sociology,%20language%20ed
../../../Documents%20and%20Settings/gwen/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AppData/Local/Temp/The%20Heritage%20Language%20Journal%20(HLJ),%20an%20online,%20blind-refereed%20journal,%20was%20established%20in%202002%20to%20provide%20a%20forum%20for%20scholars%20to%20publish%20the%20results%20of%20their%20research%20and%20to%20advance%20knowledge%20about%20educating%20heritage%20speakers.%20HLJ%20is%20published%20by%20the%20National%20Heritage%20Language%20Resource%20Center%20at%20UCLA%20and%20is%20housed%20on%20a%20server%20hosted%20by%20the%20UCLA%20International%20Institute.%20The%20journal%20seeks%20submissions%20from%20researchers%20and%20practitioners%20in:%20linguistics and%20applied%20linguistics,%20psychology,%20sociology,%20language%20ed
../../../Documents%20and%20Settings/gwen/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AppData/Local/Temp/The%20Heritage%20Language%20Journal%20(HLJ),%20an%20online,%20blind-refereed%20journal,%20was%20established%20in%202002%20to%20provide%20a%20forum%20for%20scholars%20to%20publish%20the%20results%20of%20their%20research%20and%20to%20advance%20knowledge%20about%20educating%20heritage%20speakers.%20HLJ%20is%20published%20by%20the%20National%20Heritage%20Language%20Resource%20Center%20at%20UCLA%20and%20is%20housed%20on%20a%20server%20hosted%20by%20the%20UCLA%20International%20Institute.%20The%20journal%20seeks%20submissions%20from%20researchers%20and%20practitioners%20in:%20linguistics and%20applied%20linguistics,%20psychology,%20sociology,%20language%20ed
../../../Documents%20and%20Settings/gwen/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AppData/Local/Temp/The%20Heritage%20Language%20Journal%20(HLJ),%20an%20online,%20blind-refereed%20journal,%20was%20established%20in%202002%20to%20provide%20a%20forum%20for%20scholars%20to%20publish%20the%20results%20of%20their%20research%20and%20to%20advance%20knowledge%20about%20educating%20heritage%20speakers.%20HLJ%20is%20published%20by%20the%20National%20Heritage%20Language%20Resource%20Center%20at%20UCLA%20and%20is%20housed%20on%20a%20server%20hosted%20by%20the%20UCLA%20International%20Institute.%20The%20journal%20seeks%20submissions%20from%20researchers%20and%20practitioners%20in:%20linguistics and%20applied%20linguistics,%20psychology,%20sociology,%20language%20ed
../../../Documents%20and%20Settings/gwen/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AppData/Local/Temp/The%20Heritage%20Language%20Journal%20(HLJ),%20an%20online,%20blind-refereed%20journal,%20was%20established%20in%202002%20to%20provide%20a%20forum%20for%20scholars%20to%20publish%20the%20results%20of%20their%20research%20and%20to%20advance%20knowledge%20about%20educating%20heritage%20speakers.%20HLJ%20is%20published%20by%20the%20National%20Heritage%20Language%20Resource%20Center%20at%20UCLA%20and%20is%20housed%20on%20a%20server%20hosted%20by%20the%20UCLA%20International%20Institute.%20The%20journal%20seeks%20submissions%20from%20researchers%20and%20practitioners%20in:%20linguistics and%20applied%20linguistics,%20psychology,%20sociology,%20language%20ed
../../../Documents%20and%20Settings/gwen/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AppData/Local/Temp/The%20Heritage%20Language%20Journal%20(HLJ),%20an%20online,%20blind-refereed%20journal,%20was%20established%20in%202002%20to%20provide%20a%20forum%20for%20scholars%20to%20publish%20the%20results%20of%20their%20research%20and%20to%20advance%20knowledge%20about%20educating%20heritage%20speakers.%20HLJ%20is%20published%20by%20the%20National%20Heritage%20Language%20Resource%20Center%20at%20UCLA%20and%20is%20housed%20on%20a%20server%20hosted%20by%20the%20UCLA%20International%20Institute.%20The%20journal%20seeks%20submissions%20from%20researchers%20and%20practitioners%20in:%20linguistics and%20applied%20linguistics,%20psychology,%20sociology,%20language%20ed
../../../Documents%20and%20Settings/gwen/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AppData/Local/Temp/The%20Heritage%20Language%20Journal%20(HLJ),%20an%20online,%20blind-refereed%20journal,%20was%20established%20in%202002%20to%20provide%20a%20forum%20for%20scholars%20to%20publish%20the%20results%20of%20their%20research%20and%20to%20advance%20knowledge%20about%20educating%20heritage%20speakers.%20HLJ%20is%20published%20by%20the%20National%20Heritage%20Language%20Resource%20Center%20at%20UCLA%20and%20is%20housed%20on%20a%20server%20hosted%20by%20the%20UCLA%20International%20Institute.%20The%20journal%20seeks%20submissions%20from%20researchers%20and%20practitioners%20in:%20linguistics and%20applied%20linguistics,%20psychology,%20sociology,%20language%20ed
../../../Documents%20and%20Settings/gwen/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AppData/Local/Temp/The%20Heritage%20Language%20Journal%20(HLJ),%20an%20online,%20blind-refereed%20journal,%20was%20established%20in%202002%20to%20provide%20a%20forum%20for%20scholars%20to%20publish%20the%20results%20of%20their%20research%20and%20to%20advance%20knowledge%20about%20educating%20heritage%20speakers.%20HLJ%20is%20published%20by%20the%20National%20Heritage%20Language%20Resource%20Center%20at%20UCLA%20and%20is%20housed%20on%20a%20server%20hosted%20by%20the%20UCLA%20International%20Institute.%20The%20journal%20seeks%20submissions%20from%20researchers%20and%20practitioners%20in:%20linguistics and%20applied%20linguistics,%20psychology,%20sociology,%20language%20ed
../../../Documents%20and%20Settings/gwen/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AppData/Local/Temp/The%20Heritage%20Language%20Journal%20(HLJ),%20an%20online,%20blind-refereed%20journal,%20was%20established%20in%202002%20to%20provide%20a%20forum%20for%20scholars%20to%20publish%20the%20results%20of%20their%20research%20and%20to%20advance%20knowledge%20about%20educating%20heritage%20speakers.%20HLJ%20is%20published%20by%20the%20National%20Heritage%20Language%20Resource%20Center%20at%20UCLA%20and%20is%20housed%20on%20a%20server%20hosted%20by%20the%20UCLA%20International%20Institute.%20The%20journal%20seeks%20submissions%20from%20researchers%20and%20practitioners%20in:%20linguistics and%20applied%20linguistics,%20psychology,%20sociology,%20language%20ed
../../../Documents%20and%20Settings/gwen/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AppData/Local/Temp/The%20Heritage%20Language%20Journal%20(HLJ),%20an%20online,%20blind-refereed%20journal,%20was%20established%20in%202002%20to%20provide%20a%20forum%20for%20scholars%20to%20publish%20the%20results%20of%20their%20research%20and%20to%20advance%20knowledge%20about%20educating%20heritage%20speakers.%20HLJ%20is%20published%20by%20the%20National%20Heritage%20Language%20Resource%20Center%20at%20UCLA%20and%20is%20housed%20on%20a%20server%20hosted%20by%20the%20UCLA%20International%20Institute.%20The%20journal%20seeks%20submissions%20from%20researchers%20and%20practitioners%20in:%20linguistics and%20applied%20linguistics,%20psychology,%20sociology,%20language%20ed
../../../Documents%20and%20Settings/gwen/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AppData/Local/Temp/The%20Heritage%20Language%20Journal%20(HLJ),%20an%20online,%20blind-refereed%20journal,%20was%20established%20in%202002%20to%20provide%20a%20forum%20for%20scholars%20to%20publish%20the%20results%20of%20their%20research%20and%20to%20advance%20knowledge%20about%20educating%20heritage%20speakers.%20HLJ%20is%20published%20by%20the%20National%20Heritage%20Language%20Resource%20Center%20at%20UCLA%20and%20is%20housed%20on%20a%20server%20hosted%20by%20the%20UCLA%20International%20Institute.%20The%20journal%20seeks%20submissions%20from%20researchers%20and%20practitioners%20in:%20linguistics and%20applied%20linguistics,%20psychology,%20sociology,%20language%20ed
../../../Documents%20and%20Settings/gwen/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AppData/Local/Temp/The%20Heritage%20Language%20Journal%20(HLJ),%20an%20online,%20blind-refereed%20journal,%20was%20established%20in%202002%20to%20provide%20a%20forum%20for%20scholars%20to%20publish%20the%20results%20of%20their%20research%20and%20to%20advance%20knowledge%20about%20educating%20heritage%20speakers.%20HLJ%20is%20published%20by%20the%20National%20Heritage%20Language%20Resource%20Center%20at%20UCLA%20and%20is%20housed%20on%20a%20server%20hosted%20by%20the%20UCLA%20International%20Institute.%20The%20journal%20seeks%20submissions%20from%20researchers%20and%20practitioners%20in:%20linguistics and%20applied%20linguistics,%20psychology,%20sociology,%20language%20ed
../../../Documents%20and%20Settings/gwen/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AppData/Local/Temp/The%20Heritage%20Language%20Journal%20(HLJ),%20an%20online,%20blind-refereed%20journal,%20was%20established%20in%202002%20to%20provide%20a%20forum%20for%20scholars%20to%20publish%20the%20results%20of%20their%20research%20and%20to%20advance%20knowledge%20about%20educating%20heritage%20speakers.%20HLJ%20is%20published%20by%20the%20National%20Heritage%20Language%20Resource%20Center%20at%20UCLA%20and%20is%20housed%20on%20a%20server%20hosted%20by%20the%20UCLA%20International%20Institute.%20The%20journal%20seeks%20submissions%20from%20researchers%20and%20practitioners%20in:%20linguistics and%20applied%20linguistics,%20psychology,%20sociology,%20language%20ed


p-48 

總
編
號 

項

次 
期刊名稱（中文） 期刊名稱（英文） 

出版單位 

/國別 
出版週期 重要性說明 

推薦單位及 

異動註記 
medium for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and 

for scholarly discussions of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年 7 月 31 日。 

        

 


